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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查文學、小龍武功

另一場春晚（上）
小狸寫這篇文章
的時候，正值今年的

3月15日，即國際消費者權益日。不
知從何時開始，央視的「3·15」晚
會成了許多國人除春晚之外每年都
會期待和捧場的另一個群體性參
與活動，這在業餘生活愈來愈個
人化的今天實在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情。
究其原因，一是它與老百姓的生
活太息息相關，二是在今時今日，
由這場晚會所傳遞出的各種信息及
其內涵和外延，都可讓人咀嚼三
分，說白了就是，有看頭。
央視的「3·15」晚會從1991年開
始，至今已堅持舉辦了26屆，其宗
旨是「維護消費者合法權益、維護
市場經濟秩序」。每年這一天，央
視都會在晚會上曝光各種假冒偽
劣、行業潛規則、違法侵權的商
品、事件和行為等。它真正火起來
是在幾年前，因為直接曝光了蘋
果、百度、網易、尼康等國內外巨
頭，引來一片掌聲，也因此「吸
粉」無數，奠定了觀眾基礎。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3·15」晚
會的看頭其實並不止於曝光了誰，
更在於各種戲外，比如——
看頭一：公關劫。
被央視「3·15」曝光，對於企業
來說無疑是災難性的，所以每年
「3·15」前夕，各大公司公關人員
都會加班加點趕製危機公關預案，
只等萬一上榜，趕緊把損失減到最
小。甚至今年網上還出現了活雷
鋒，有網友提前幾日放出了回應模
板，行文滴水不漏，只需把關鍵詞
替換成自家信息即可。從晚會結束

那一刻起，一部分「點背兒中招」
的公關已經開始連夜奮戰了；絕大
多數「倖免」的公關則彈冠相慶、
呼朋喚友出去擼串喝酒。另外還有
一批「公號狗」最慘，不僅事前要
搞活動「預測」吸粉炒氣氛，事後
無論如何還都要加班趕稿，趕在12
點前推送出去。
而圍觀中招企業的危機公關及沒

中招企業的藉機公關則是晚會後綿
延的樂趣。比如去年「3·15」第一
槍射中訂餐平台「餓了麼」後，名
為「@餓了麼—大先生的餓了麼網
上訂餐高級市場經理」的微博ID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發帖回應說：「對
不起，今天忘記給央×續費了」，雖
然該微博很快被刪除，同時也並不確
定這是段子手還是餓了麼真實的心
聲，但觀眾們卻都因為這個事件笑足
了一整年，以至於今年「3·15」前
很多網友都很關心餓了麼今年「續費」
了沒有？會不會「二進宮」？
另外還有阿里，這個被網友戲稱

「天下第一」的公關團隊，去年
「3·15」時成功轉移淘寶假貨焦
點，呼籲司法部門加大監管，被媒
體評為「實力甩鍋獎」；而今年晚
會還沒結束，並沒登榜的他們也已
經就晚會上曝光的日本核污染區食
品發出了回應文章，名為「安全再
提醒」，彰顯社會責任的同時，更
不忘說一句「雖已被阿里巴巴平台
全部清查，但目前仍在其他平台有
銷售」，實在讓人笑而不語。
從某種程度上說，「3·15」晚會
甚至更像是給各品牌一個抖機靈的
舞台，不過抖得好不好，每個觀眾
都有自己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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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博物館內
的常設展廳「金庸

館」面積有限，現階段發展潛力大受
限制，筆者既是忠實讀者，也是「金
庸學」的研究人員，當然希望香港這
個金庸武俠小說誕生地最終能夠有
一個更全面的「金庸資料館」。
例如，展示少量舊版結集、遠年

剪報當然可以發一下「思古幽
情」，但是對於我們「金庸學研究
員」來說，並無任何實質幫助。回
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曾經寫信給
《明報》的資料室，請求可以通融
讓筆者這個「不相干」的外人，到
那邊去閱讀一下早年首次連載的
《神鵰俠侶》是個什麼的模樣。結
果當然是報社方面回信婉拒。
理想中的香港「金庸資料館」應

該有圖書館的功能，舊版金庸小說
（即按報紙連載一字不易刊行的版
本）最宜公開讓讀者翻閱。當然，
這樣的一個「金庸圖書館」其實也
可以落戶在本地任何一間大學，作
為香港文學研究其中非常非常重要
的一個專項！
還有是推廣閱讀金庸小說的風
氣。雖然到了二十一世紀已過了十
多年的今天，仍有不少文化界中人
力圖低貶金庸小說的文學價值，不
過多讀、細讀金庸小說可以大幅提
高讀者中國語文（或曰漢語）的水
平，則是金庸小說面世六十多年以
來，資深讀者的共識。金庸小說是
真真正正雅俗共賞的傑作。香港中
國語文教育經歷過廢除中學生學習

古文的十年浩劫，提倡細讀金庸小
說，是輔助重建本地國文教育的一
服特效藥。前一陣子，筆者應邀回
到香港大學出席一次金庸小說講
座，驚覺師弟師妹看金庸小說實在
看得太少！
不過「萬事起頭難」，既踏出了第

一步，先有了「金庸館」，日後才有
可能「擴充營業」。朋友見筆者撰文
介紹這金庸館，便慨嘆不知「李小
龍館」何時何日方得落成。香港要
發展「博物館文化」，土地有西九龍文
化區，內容則不宜花錢去買沒有文
化質素保證的晚近外國「藝術品」。
我們應要善用香港自己的文化資
源，文有金庸，武有李小龍。香港
許多人戲稱金庸為「老查」，筆者則
以查慎行詩人為「老查」，查良鏞詩
人為「小查」。可仿《龍文鞭影》造
句，曰：「老查文學，小龍武功。」
說到李小龍館，不得不重提韋基

舜韋翁（他也是「文人辦報」）的
高見，甘棠第本來就是建李小龍館
的最佳選擇，因為李小龍之母住過
此處。建孫中山紀念館則香港並無
優勢，現在此館已成為「雞肋」！
現屆香港政府只剩下幾個月任

期，回想梁振英先生初上任時原本
打算設立文化局，結果給反對派拖
垮了。筆者有點擔心掌管文化事務
的官員，不管算是「文化局」還是
「民政事務局」，都未必有這個文化視
野，未必明白「老查文學，小龍武
功」對香港社會、文化、娛樂，以至
經濟的貢獻。（金庸館記之三，完）

我喜愛小孩子，更愛我的兒孫。
當我的第一個孩子大女兒出生以後，我愛惜她

超越其他。每天我總要叫幾聲︰「阿女，來讓爸爸親一親！」久
而久之，大女兒有點不耐煩。當我親她一吻之後，便連聲說︰
「口水，口水！」意是說在她的小面頰上沾了一點唾液了。
到了第二個孩子，一個男孩出生後，我仍然是先入為主，疼

惜這個大女兒。當年我家的女傭開姐，她還是老腦筋，重男輕
女。對我疼惜大女兒頗不滿意，常常批評我對女兒就是「那麼
緊張」！兒女我都愛惜。兩小無猜，姊弟兩人有了伴，他們玩
得正歡，也不在乎爸爸的摟摟抱抱了。
現在他們也都已成家立業，我也已經有了孫子孫女，大的也

已成人，只有七歲的小孫子，可以和爺爺作伴。可是現代科技
隔離爺孫親情。小孫子鍾情的是平面電腦中的玩意。當爺爺開
電視看新聞時，他卻鍾情於看卡通片，與爺爺爭看電視，爺爺
也只好讓步。問爺爺在他的心目中的位置，竟然排列第五。就
是說除他的父母親外，他心目中的親人，第三是阿嫲（祖母），
第四是女傭圭地。阿嫲去世以後，我也只不過升上第四位。
當然父母是最親，這因為他們會帶他去游泳、打網球、吃東

西、遊玩。再加上父母親都有小汽車，會開車帶他到處去。而
爺爺的駕駛執照已經過期，不再續約。過去老人在家照顧孫
子，屬於「家有一老，如有一寶」之類，現在不行了，這個
「照顧」沒有優勢，年老力衰，靠老人照顧孩子，兒女也不太
放心。
不能代兒女照顧孫子，那麼誰又來照顧自己呢。每當兒女全

家外出，孤獨感油然而生。還是大女兒比較孝順，她不時會帶
些美食前來孝敬老父，真正是生男不如生女了。

生男不如生女

在歐美不少地方，
火車站不設閘，公車

常一票可多次轉乘，這制度是信任
乘客的誠實，但濫用這制度者為數
不少。
即如在佛羅倫斯乘搭巴士，乘客

都必須預先到小商店買票，數額愈
多票價愈便宜，一張票可在一個半
小時內無限次轉乘。但遇上趕時間
又剛巧沒有車票，附近沒商店或並
非營業時間，的確艱難。為了方便
乘客，最近佛羅倫斯實行了新制
度，乘客可以透過手機的程式預先
買票，在每人一手機的年代，這樣
其實是再沒有借口了。
不過仍然很多人不守規矩，我經

常遇到上巴士查票的職員，他們通
常三個人一起出動，有男有女，分
別由車子的前、中、後門上車，以
堵截有人乘機落車，並先站在打票
機前，以防有人立即打票。我幾乎
見每一班被截查的巴士都有幾個乘
搭霸王車的，難怪查票愈來愈密。
最便宜的車票售價是八毛錢歐羅
（折合約六元六角港幣），罰款一
律是五十歐羅（約四百一十五港
元），比率甚高。被捉着的都要下
車，登記住址及個人資料，可以立

即支付現金，沒錢的會寄告票到家
裡，罰款加倍至一百歐羅。
我的一位中國朋友是個前來讀書

的女孩子，一時沒票又遇上截查，
被罰時沒足夠的現金在身，查票員
見她是外國人，寄傳票可能也不繳
交，離開了便無從追究，竟堅持跟
她回家取錢，像押犯似的貼身和她
並行，嚇得她半死。見過三個十
二、三歲的大男孩，上車後只顧着
大伙兒聊天玩樂，不知是忘記打票
還是忘了時間，三人被逮着被叫下
車受罰，怕得都在哭。
我反而喜歡香港的上車入錢或用

百達通付費的制度，乘客無須接受
考驗，有關公司也不用僱用大量的
查票員，又可避免逃票的龐大損
失。不過，要在歐美實行這制度應
該不易，司機可能不想管，乘客又
不願失去轉乘優惠。

誠實制度的考驗

睇了幾位特首參選人過去一段
時間的言行，感覺香港女士真的

值得驕傲。葉太願意為理想奮鬥到底，面對無
品的網民網上欺凌，一開始就被反對派支持者
針對抹黑，志氣沒被打沉，她無法入閘，失望
之餘沒有被命運打低，快速重投立會工作，服
務香港。
林太是為一份使命感出來參選，因為獲中央

信任支持立即成為反對派攻擊抹黑的對象，面
對各方圍攻仍舊好打得，因為能力夠強而充滿
自信。還記得教協舉行「特首候選人論壇」，
教協沒一人提名她，亦很大機會不投票給她，
去到肯定遭柴台，她還是大膽、大量地欣然赴
「鴻門宴」，結果她完全應付自如，氣魄勝男
兒。所以筆者打算將特首競選期間一些對白抄
出來，立此存照，請歷史記下這些人講的話。
教協辦的論壇上林鄭被指未有明言重啟政

改。曾俊華說：「我知道Carrie（林鄭）點解
唔會重啟政改，因為都衰過一次，點解要再衰
多次？我知道佢話深有感受，當然啦，連『佔
中』都『瀨』埋出嚟，是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一旦當選，會在無前設下就政改諮詢市
民，向中央報告，爭取普選。」（唔知他聽到人
大常委范徐麗泰認為「中央路線不會變，下屆政府
無謂重啟政改」未呢？）

藝人蕭芳芳拍片支持林鄭，憶述十六年前為
保護兒童的慈善工作覓會址獲林鄭協助，讚揚
林鄭「接地氣」、勤懇為港，卻惹來無品網友
網上欺凌，攻擊她「聾到智力都無埋」、「又
聾又盲」等。林鄭認為這種「白色恐怖」在香
港社會不能接受、不應容忍。曾俊華回應：
「網上留言，好多時係真心的回應，年輕人睇
見啲事情，覺得要表達自己的意見，喺網上寫
出來囉，唔係想狙擊某些人，如果要㩒住呢
啲，先係白色恐怖。」（點解一直受人尊重的蕭
芳芳因為讚林鄭突然變咗「衰人」？而薯片叔
被薯仔捧上天，忘記什麼叫人性。）
曾俊華在競選facebook放「杜琪峯×曾俊華」

片段，杜琪峯說未來十年希望大家都休養生息，要
看到和諧的香港，香港要重新起步，他對薯片很有
信心。（杜琪峯又點解讀薯片要重啟政改？）
由七家電子傳媒舉辦的特首候選人（曾俊

華、林鄭月娥及胡國興）同台辯論兩小時。候
選人的魄力、反應、辯才，對政策的熟悉度，
準備如何解決問題的方法，在七大電子媒體的
觀眾面前見真章，電視機前的觀眾絕對睇得出
誰是實力派最有領導才能，誰是空洞派，無
能。不過，依然有人自欺欺人。
梁家傑：「曾俊華表現較輕鬆，因準備充足，

預先準備『金句』，當對手說出相關議題時就爆

『金句』，成功留下印象。」（薯片確有驚人「金
句」：「我好高興我無向政務司司長負責。」
「你知唔知你下面啲『嬲嬲』已經上到去鼻嗰
度？」）謝偉俊：「曾俊華表現較好，準備工夫
較充足，連對手林鄭月娥亦讚賞曾俊華團隊。
而林鄭月娥對政策較熟悉，反而經濟政策曾俊
華欠發揮，整體沒有就政策討論有太多着
墨。」（想請教一下，既然讚「準備工夫較充
足」為何又會出現「經濟政策欠發揮，整體沒
有就政策討論有太多着墨」，自相矛盾？）
林鄭月娥讚曾俊華有名很好的政治助理羅永

聰協助管理facebook，笑言請其過檔。其後羅永
聰在短片自述加入政府工作後曾經感到洩
氣，但曾俊華開導他指︰「你改變嘅唔係一個
同事，係一個已經行咗過百年的香港政府官
僚制度。唔能夠今日話改變聽日就做到，改
變係有一個過程。」（薯片為何不一早公開向
香港人講呢番話？如香港人咁肯聽他話，社會不
會出現撕裂。）看羅永聰寄語曾俊華指：「作
為一個從政的人，最重要的不是做到什麼或得
到什麼，而係普羅百姓點樣記得我哋，How
people remember you，你已經做到了。」
難怪曾俊華選舉公關工程與辯論上那麼刻意

創作「金句」。常言物以類聚，與林太的實幹
作風全不同，「挖角」來何用？

政客對白立此存照

二胎，生還是不生？

上個星期到了日本
旅遊七天，因為到訪

東京這個地方已經無數次，所以今次
除了在東京購物之外，專程乘坐個多
小時的火車到一個悠閒地方「輕井
澤」，選擇這個地方旅遊是因為我的
表姐說：「據說這個地方有一個很適
合購物的商場，所以我們一行四人便
決定去這個地方觀光。」
至於這個地方為人所識的原因，最

初是有一位加拿大傳教士因為要攀山
越嶺去另一個地區，便選擇了這個
「輕井澤」作為中途站休息，他覺得
這片休閒之地很適合旅遊，而且也有
故鄉的感覺，所以在十九世紀的時
候，已經聯絡當地政府希望可以興建
鐵路從東京到達這個地方。自此無論
是日本居民，或者是旅遊人士，也可
以輕而易舉從東京乘搭火車到達這處
旅遊。
而且日本人有另一個說法，當有假

期要選擇旅遊的地方，但又不想離開
自己的國家，又可以感受不一樣的日
本，他們便會選擇到「輕井澤」。因
為上述講到，發掘這個地方是一位加
拿大傳教士，所以當地的建築物也頗

有西方風格，所以當你去到的時候，
就會自然感受到這種外國風情。
其實自己也很想介紹這個地方給讀

者，因為如果選擇到「輕井澤」，每
年的夏天及冬天也有很大的不同。在
夏天的時候，大家可以租一架單車，
四處觀光，從密密的森林到湖光山色
的風景，踏着單車也可以一覽無遺。
如果冬天到這個地方，就好像我這一
次，便可以觀賞到大自然的落雪天。
如果喜歡滑雪的朋友，到這個地方也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除了滑雪及踩單
車之外，這個地方最出名是有一個非
常適合購物的大型戶外商場，利用一
天的時間也逛不完。
而這一次是我首次到達這個地方，

我們一行四人租了一間很休閒式的木
屋住宿，感覺很新鮮。只用木材搭建
的房屋，內裡擁有兩個房間，而且附
近佈滿着很多樹木，就好像置身於森
林當中居住，完全好像那位加拿大傳
教士所說，進入了「輕井澤」，就可
以完全把自己的心情放鬆，好好享受
這個假期。
有機會的話，大家也不妨到這個地

方旅遊。

日本輕井澤之旅
潘國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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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倫斯的巴士。 網上圖片

前幾天，侄女小霞從洛陽打來電話，說她
現在很糾結、很矛盾——關於生二胎的事
兒？究竟生，還是不生？讓她很困惑不定！
小霞今年38歲，獨生女已7歲，剛剛上小

學，她和老公都是普通公務員，每月工資共
一萬元，雖比不上大款之家，在洛陽這個二
線城市，一家三口不愁吃不愁穿，過得還算
滋潤。就是覺得一個獨生女，顯得有點單
調，每見有的家庭養育兩三個孩子，有男有
女，熱熱鬧鬧，心裡稍微有點失落感。

去年國家人口政策變化了，全面放開二胎
了，這消息像三月春風勁吹，吹得她心裡癢
癢的。她老公又是兩世單傳，公婆又有重男
輕女傳統思想，高興得眉開眼笑，總算等來
傳宗接代的喜訊，天天嚷着要兒子「趕緊行
動」，再生個男孩，「讓俺倆也抱上大孫
子，那才兩全其美啦！」
在婆婆和老公連珠炮發地雙重「圍攻」

下，小霞也動了心，可當她認認真真考慮今
後的一切之後，心裡又打起了退堂鼓：考慮
到養一個孩子經濟負擔已經不輕，再添一個
就很難保證兩個孩子的生活質量了。生育
費、月嫂錢、奶粉錢等暫且不說，接踵而來
的保母費、入託費、啟蒙教育費和上學、健
康、醫療、興趣愛好等方面的開銷也會愈來
愈大，全家人再省吃儉用也難以為繼的了，
更甭說投資理財、外出旅遊、養老防老等費
用！考慮的結果是：這二胎真的是生不起！

小霞在視頻中一臉愁容對我說：「好不容
易把女兒養大了、上學了，自己也落下一身
『亞健康』，巴望着今後有屬於自己的時間
和空間，在健身和聲樂方面能實現自己的夢
想，如果再生一個，衣食住行就會大變樣，
以後的日子不知該怎麼過，有可能重返緊
張、窩憋的苦日子呀！」
像小霞這樣的年輕人並非個案，如今80

後、90後的年輕人在結婚時，大多就做好只
生一個的準備，所以在獨生子教育、培養和
物質生活方面都是竭盡所能做到「最佳」，
而再生一個的經濟負擔、精神壓力和身體負
荷，實在不是輕易而舉的事情，這就是擺在
小霞們眼前的現實困境！其實，小霞的公婆
何嘗沒有自己的擔憂呢？小霞的公公退休前
是某機關的領導，過慣「飯來張口、衣來伸
手」的生活，婆婆則因為年輕時在工廠長期
值夜班積累下關節痛和失眠症，退休後長年
臥病，根本無力幫小霞帶孩子；老兩口早就

計劃找一個僻靜地方養老，也根本不可能幫
他們帶孩子。如果兒子再生一個，孩子誰來
帶，就是全家面臨的棘手問題了。如今在中
原一帶，一個理想的保母動輒月薪四五千
元，靠小兩口的工資絕對難以支付的！

凡此種種，使小霞陷入了舉步維艱的困惑
之中，這個二胎，究竟要不要？她幾次來
電，請我幫她想辦法、出主意，我思來想
去，硬是想不出兩全其美的法子來，只好
說：「別人的意見都是外因，關鍵是內因，
生不生二胎，還是你們小兩口定奪為好！」
雖然不能解決小霞的困惑，我卻對此耿耿於
懷，經常在朋友圈討論這件事。
猶記得去年國家衛計委發佈的生育意願調

查報告稱：「因為經濟負擔、太費精力和無
人看護而不願生育第二個子女的分別佔到
74.5%、61.1%、60.5%。」有調查顯示：
育兒成本已佔到我國家庭平均收入接近
50%，教育支出是最主要的一個負擔。託育
服務短缺嚴重，我國80%的嬰幼兒都是由祖
輩參與看護。而祖輩們由於種種原因，也愈
來愈吃不消這種負擔了！北京的一位朋友告
訴我，北上廣等一線城市的三口之家，包括
孩子入託費（或保母費）、房貸費等，固定
生活費12萬元+不固定開銷4萬元+其他開
銷3萬元，一年的費用約19萬元上下！其中
獨生子的養育費佔6萬元。如果再生二胎，
又將增加五六萬元，對於普通工薪族而言，
這個壓力可想而知，所以不敢輕易生二胎！
我的朋友們的認識也基本一致。她們認

為，現在國家生育政策放開了，比過去更人
性化、更有人情味了，而不少家庭所以不願
生二胎，真實原因並非不想生，而是生不
起。開封的呂大姐說：「如今在中國養育孩子
的成本太高，特別是醫療和教育的成本搞得
有點離譜。政府應該考慮出台相關政策，緩
解民眾的壓力，這樣才會有更多的家庭願意
生二胎。」李姐是鄭州市一家三甲醫院副院
長，她認為，圍繞二胎的配套設施和舉措也
制約了二胎政策的落實，她說：「鄭州市一
些醫院婦產科已經出現『一床難求』現象，
這說明與生育配套的設施還不夠完善，使原
先準備生育二胎的家庭因此取消了計劃。」
家家都有一本難念的經，大家對於生育二

胎存在顧慮，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考慮生育
二胎會影響婦女的就業和家庭的收入，有的考
慮孩子的照料以及今後入託、入學等經濟負

擔，關鍵的關鍵還是養育二胎的成本太高！
筆者注意到，「十三五」規劃和全國兩會

也涉及這些關乎民生的事情，李克強總理在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要求「適應實施全
面兩孩政策，加強生育醫療保健服務」，解
決好全面實施兩孩的配套政策問題，包括依
法保障女性就業權益、休假權利、支持女職
工生育以後重返工作崗位等等，也成為廣大
代表委員熱議的話題。衛計委主任李斌在
「部長通道」答記者問時坦言：「今後將想
方設法解決好這個『甜蜜的煩惱』。」她
說，「十三五」期間將增加8.5萬張產床，
基本滿足生育需求。還將依託骨幹醫院加強
重症孕產婦、新生兒的救治工作；加強兒科
醫生、婦產科助產士的培養，政策上進行適
當傾斜；打造孕前優生檢查、孕期檢查、住
院分娩、兒童保健、預防接種等環節的全程
服務鏈。
李姐告訴我，鄭州市正在考慮增加相關基

本公共服務、加強婦幼保健服務能力和合理
配置幼兒照料、增加公立幼兒園和中小學教
育等公共服務資源等民生大事……
近日，有朋友轉發來北京衛視一檔《二胎

時代》電視節目，據悉此乃內地首創同類欄
目。節目以新生兒入住明星家庭為契機展現
二胎時代的新育兒觀。它通過跟拍寶貝入住
後家居生活的演變，展現大寶、二寶在相處
中由陌生到熟稔、由矛盾不斷到和諧相處的
過程，節目生動有趣，反映了二胎時代帶來
的新氣象和新思維。毫無疑義，擁有二胎是
大多數國人心中的夢想，但由於歷史和現實
的原因，美好夢想在實施過程中也會有種種
陣痛，社會的職責就是如何盡快減緩和克服
這種陣痛。誠如國家衛生計委副主任王培安
所言：「擁有第二個孩子是每個中國家庭的
權利，但沉重經濟負擔成為阻礙這一權利實
現的瓶頸。」王副主任披露：為了解決這個
問題，政府正在考慮採取包括「獎勵補貼」
等激勵措施，鼓勵人們生二孩。
我以為，「獎勵補貼」等激勵措施也非萬

全之策，要想真正解決人們的困惑和困境，
關鍵還是要深化經濟改革、全面振興經濟，
「發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當全體國民的腰
包都鼓了，社會的配套措施健全完善了，生
育和養育二胎的「瓶頸」真正消除了，人們
的心理才會真正紓緩了，中國的二胎政策自
然亦會開花結果、大功告成了！


